
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2 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020 级） 

 

 

第 3 期 

 

 

 

2021 年 6 月 



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2 期 

目 录 
 

临床实践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院感部、消化内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........... 1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、内分泌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........... 5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肾内科、儿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............... 7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妇产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.................... 11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呼吸内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.................. 13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神经内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.................. 16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肿瘤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.................... 19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急诊科临床规培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2 



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2 期 

1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院感部、消化内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

2021 年 3 月，我进入院感部学习，院感部，顾名思义，

主要工作就是对医院感染进行有效预防与控制，由于工作性

质基本和疾控一样，所以院感部的各项工作我上手比较快。

在院感部虽然只待了一周，但在张晓田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

让我受益匪浅，学习到不少关于传染病方面的知识。在闲暇

时间张晓田老师还给我讲目前国家对于结核、梅毒、艾滋等

疾病诊断以及报卡方面的新要求、我国常见传染病的流行现

状以及管理政策等。通过张老师的讲解、院感上报数据以及

公卫中心的临床规培，让我进一步了解到我国传染病流行的

严重性以及我们疾控身上的重担，医防事业任重而道远。 

在消化内科，大部分病人以腹痛腹泻、黑便呕吐等症状

入院，主要以肝脏疾病（常见自免肝、肝硬化）、消化性溃

疡、胰腺炎、消化系统息肉（胃息肉、肠息肉）、急慢性胃

肠炎、消化系统肿瘤为主。在代志琰老师和冉文斌老师的带

教下，我基本掌握了这些疾病的诊断治疗。还参与胸穿、腹

穿的操作，为患者引流胸水、腹水。 

急诊科是医院中重症病人最集中、病种最多、抢救和管

理任务最重的科室，是所有急诊病人入院治疗的必经之路。

我轮转的是急诊科的抢救室，老师基本都属于全科医生，对

内外科疾病都有一定了解，在规培的两周时间中让我受益匪

浅。由于急诊病人病情危重，带教老师并没有时间进行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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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系统讲解，在急诊我们学习的方式主要是小讲课、上级医

生查房以及收治病人。收获最大的是收治病人，通过病史的

采集不仅可以获取疾病相关信息，还能了解病人的不良生活

方式。通过临床看公卫，慢性病防控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宣

传今后将是我们疾控的重要工作内容，只有让老百姓了解到

慢性疾病的危害以及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才能减少慢性病

的发生。在急诊我还学会了穿脱隔离衣和采核酸。在新冠常

态防控的形势下，一旦局部有疫情暴发，这两项技能可以让

我尽快投身疫情防控工作中。 

  

二期规培学员为群众采核酸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参加急诊小课堂学习 

呼吸系统疾病在我国是一种常见病、多发病，主要病变

在气管、支气管、肺部及胸腔，病变轻者多咳嗽、胸痛、呼

吸受影响，重者呼吸困难、缺氧，甚至呼吸衰竭而致死。今

年的肿瘤年报中，我国多个省肺癌发病率排名均是第一。因

此，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对民众的生命健康至关重要。在呼

吸内科规培，通过采集病史发现大部分 COPD 患者均有很长



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2 期 

3 

时间的吸烟史。口头对病人开展健康教育效果很有限，如何

能有效改变病人的行为，宣传是我们健康教育需要探讨的问

题。在呼吸内科规培期间，我熟悉掌握了常见呼吸系统疾病

的临床表现、诊断、治疗等，还学习到了扎血气的技能以及

读懂血气分析报告。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为病人抽动脉血 

心内科属于成都市三医院的王牌科室，老师不仅技术高

超，而且科室中学习氛围浓厚。我的带教老师杨永鑫老师是

一个比较年轻的主治医师，我们组病人比较少，所以在每日

查房期间他会给我讲解很多心血管疾病的知识（冠心病、房

颤、房扑、高血压、急性心肌梗死、心衰等级分类等），还

教我如何做 18 导联心电图（平时以 12 导联居多）。心内科

是个特别注重教学的科室，每周都会安排一个资深医生为我

们讲课，通过实例分析病情，然后一一解答学生疑惑，同时

定期安排教学查房，规培学生询问病人病史、查体，老师现



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2 期 

4 

场点评，并通过 PPT 就某种疾病进行深入讨论讲解。通过心

内科的学习，我进一步意识到心血管疾病对于身体的危害，

需要积极预防，做好健康生活方式宣传工作，同时呼吁家庭

成员做好病人生活护理，避免心血管疾病的发生。 

（二期规培学员  张盼） 

    

二期规培学员为病人做心电图   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教学查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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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、内分泌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

时间如流水，转瞬即逝，在各科室主任及带教老师的指

导和科室同事的密切配合支持下，本着“以病人为中心”的

临床服务理念，认真完成了本阶段的临床规培工作。 

在心内科的学习中，我学会了心内科基本的问诊方法，

查体方式及听诊要点，熟练掌握了为患者做心电图以及换药，

熟悉了循环系统疾病的基本用药，并了解了运动平板实验和

冠状动脉造影术，这些知识使我受益匪浅。在内分泌科学习

期间，跟随老师在门诊诊治病人，解决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，

包括下丘脑、垂体、甲状腺、胰腺、肾上腺、甲状旁腺及糖

尿病、脂代谢异常、痛风、代谢性骨病等，同时对患者进行

饮食和生活指导，并对患者进行长期管理。神经内科多次开

展教学查房、小讲课等多种学习模式的学习，让学员快速掌

握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，拓展了学员的知识面。在肾内科和

肿瘤科轮转期间，有幸参加了科室学术交流会，学习到了很

多前沿知识与技术，提高了学员的临床素养。  

通过临床轮转学习，我深刻了解到对医务人员素质水平

的高要求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继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

平，加强学习，开拓视野，扩大知识面，努力做一名合格公

卫医师。 

（二期规培学员  李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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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查房   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参加肿瘤科小讲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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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参加肾内科、儿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

在肾脏内科学习期间，因为专业方向，带教老师对于肾

病选择性的讲解，首先介绍肾脏的主要功能，并从预防医学

的角度描述了我国肾脏病的流行现状，然后简单介绍了慢性

肾病末期的肾脏替代治疗（血液透析、腹膜透析和肾脏移植），

同时详细地介绍肾病常见不良习惯：1、长期滥服损伤肾脏

的药物，2、酒后喝浓茶以及高度酸性的饮料，3、饮食过咸

和饮水过少，4、憋尿等。 

在儿童保健科，带教老师向我介绍了儿保科室的主要内

容：开展了对出生异常新生儿的监测、发育障碍儿童的早期

诊断和干预、儿童精神发育、多动症、矮小症、性早熟的诊

断治疗、生长发育测评、骨龄测定、成年身高预测系统、生

长激素激发试验、性激素激发试验等，同时学习了各个年龄

段儿童保健的重点。在儿科门诊轮转期间，了解了儿科常见

病（肺炎、腹泻、佝偻病、贫血等）的临床表现、基本处理

方法及治疗，短暂的接触让我感触颇深，对儿科医生这个角

色有了更深的了解，儿科医生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，

更要懂得如何与孩子及家长沟通，在治疗疾病的同时，也给

家长宣传正确的护理方法等。 

在神经内科学习期间，协助带教老师收治病人、询问病

史、积极参与教学查房、病例讨论、科室小讲课等各类教学

活动。带教老师抽空给学员讲述了神经内科疾病的常见症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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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头晕头疼、肢体无力、感觉异常、睡眠障碍等）；在查房

和收治新病人时，进行全面细致的体格检查（眼球运动、面

神经舌下神经、深感觉、浅感觉、肌力、病理反射、脑膜刺

激征等）。在学习过程中，我认识到很多疾病都是可以通过

改善生活习惯，在发病早期通过早期诊断、早期干预的方式

得到良好的控制，提高生活质量。 

在肿瘤科，病人敏感而脆弱，作为肿瘤科的医务人员，

不仅需要高超的医术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，提高患者的生存

质量，同时需要更多时间来疏导病人，努力沟通，耐心交流，

减轻病人的心理压力，使他们在心理上接受疾病，并在此基

础上接受肿瘤的相关治疗，以轻松的心态配合治疗。 

临床学习渐渐接近尾声，虽未学到除人类之病痛，助健

康之完美的精湛医术，但耳濡目染其健康所系、性命相托的

医德奉献，有助于完善自身，促进医防结合，实现全民健康。 

（二期规培学员  李俊材） 

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神内科小讲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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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

截止 5月，已经完成妇产科、院感科、急诊科、呼吸科、

消化科和心内科的轮转，3 个月的临床学习使我受益匪浅。 

在心内科期间，房晨鹂老师向学员介绍了阻塞性睡眠呼

吸暂停综合征（OSAHS）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，阻塞性睡眠

呼吸暂停综合征俗称打呼噜，是一种在睡眠过程中由于上气

道完全或部分阻塞或其他原因导致的睡眠呼吸暂停。由于长

期缺氧，表现为反复的微觉醒、睡眠结构异常、白天嗜睡，

记忆力下降，并可以引起自主神经功能紊乱，引发或加重高

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、心力衰竭、脑卒中等。有研究显示

患有 OSAHS的驾驶员车祸发生率是其他人的 7倍，因打瞌睡

造成的车祸死亡率占交通事故死亡率的 83%。有些家长认为

小孩打呼噜是睡得香，其实不是，打呼噜大多是因为身体出

现了病理性变化，比如超重、肥胖、鼻甲肥大、鼻中隔偏曲、

鼻息肉、鼻部肿瘤、腺样体肥大、扁桃体肥大、悬雍垂粗长、

软腭低垂、咽壁肥厚松弛、软腭松弛等。通过多导睡眠监测

（PSG）和嗜睡量表可以诊断 OSAHS。OSAHS与高血压存在密

切相关，至少 30%的高血压患者合并 OSAHS，而 OSAHS 患者

中有 30%-60%伴有高血压。OSAHS 同时也跟冠心病有密切关

系，45%的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同时患有 OSAHS，老年人尤甚，

OSAHS 患者有更高的机率发生心血管病变。最后房晨鹂老师

向学员介绍了 OSAHS 的治疗方法，首选持续气道正压通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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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CPAP）即呼吸机，其原理是持续给予气道正压通气，使气

道保持通畅，从而避免打鼾。实验结果显示其治疗能有效缓

解缺氧、嗜睡、记忆力减退。如果患者不能耐受则可以通过

体格检查寻找病理性因素，通过手术方式减缓气道阻塞。 

通过房老师精彩的讲述，以及我本人正好长期饱受打鼾

带来的嗜睡、精神差、记忆力减退的问题，目前正在使用呼

吸机治疗，使我更加深刻的了解了打鼾这个现象对健康的危

害性，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及早使用呼吸机对于尽早恢复正

常生活、预防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以及在恢复心肺

功能等方面的重要性。 

（二期规培学员  高鑫） 

  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教学查房         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参与急诊抢救 

 

二期规培学员观摩剖宫产手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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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妇产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

时光荏苒，最近 3 个月的时间，我先后轮转了妇产科、

院感科、急诊科、呼吸内科和消化内科。在各科室实习期间，

我从每一位医生身上不仅看到了精湛的医术，还看到了对待

病人的责任心、耐心以及对生命的敬畏。 

在带教老师的帮助下，我已能够较为全面的对病人进行

病史询问，这不仅锻炼了我的人际沟通能力，同时对应对公

共卫生和突发传染病情况下的流行病学史调查也有帮助。在

呼吸内科，抽血气和静脉血已是我临床实习期间的日常工作，

经过长时间的临床实习经验积累，不仅增强了临床动手操作

能力，还磨练了心理素质。在努力增加临床医学操作技能的

同时，不断加强业务理论学习，积极参加各种医学学术会议、

讲座、主任医师教学查房等，从公卫角度学习医疗知识和医

疗技术以及管理方法，学习典型病例的临床表现、诊疗方案

等，从点滴提升自我，开阔视野，扩大知识面，培养良好的

临床思维，为今后的公共卫生工作打下夯实的基础。在急诊

科，我跟随带教老师值夜班，练就各种临床操作技能，同时

参与到危重病人的抢救，了解了各种生命监测仪器的使用，

学习各种生命体征和检验指标的临床意义。此外我还学会了

新冠核酸采样操作和管理流程，在全球新冠大流行的背景下，

作为公卫人能够掌握核酸采样也是十分重要的技能。 

在临床规培期间，我从一名医生角度，进一步认识了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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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卫生事业关系着人民的健康，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。然

而作为一名公卫人，我时常发出这样的感想，如果能够让广

大群众的卫生知识知晓率得到提升，提高人民群众的预防保

健意识，改变人民群众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卫生行为习惯，提

高卫生防病意识和自我保健意识，是否可以减少疾病和意外

伤害的发生？从一名医疗人员来看，“救死扶伤、治病救人”

是医学赋予医生的神圣使命，而作为一名公卫人，预防疾病，

提高人民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的道路还任重而道远。 

在今后的临床实习中，我仍将抱着虚心好问的求学态度，

不断加强自身业务水平，增强本领，把在临床实践学到的理

论知识、操作技能等与公共卫生工作有机结合，更好地为公

共卫生事业发展贡献力量，更好为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

（二期规培学员  杨康） 

   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心内科教学查房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观摩儿科婴幼儿插管 
 

 

 

 



四川省公共卫生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简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第 2 期 

13 

二期规培学员参加呼吸内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

2021 年 3月-5月，我先后轮转了呼吸内科、消化内科、

心内科、内分泌科以及神经内科，在科室主任及带教老师的

指导下，我受益匪浅，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呼吸内科和内分泌

科。 

进入呼吸内科，教学秘书孙莉老师为学员进行入科培训，

介绍病区病人收治情况及常规临床操作。呼吸科的患者大多

伴随低氧血症，对于低氧血症的患者来说，动脉血气分析检

查尤为重要，它能够及时、准确的反馈人体 H+浓度以及溶解

在血液中的 O2和 CO2浓度等指标，临床上观察患者病情变化

以及判断是酸中毒还是碱中毒、是否存在呼吸衰竭、是否存

在代谢紊乱。因此我在呼吸内科规培期间，对动脉血气分析

进行重点学习。动脉血的采集是完成血气分析的重要一步，

也是一项重要的操作技能。在老师的耐心指导、自己无数次

心理建设与患者的主动鼓励后，第一次敢于尝试，动作并不

熟练地采集到动脉血，心里对老师和患者心存感谢，也感慨

临床工作直面患者的压力之大，每一个动作都不容有失，每

一次规范、标准的操作都是临床医务人员无数次的练习成果。

每天晨交班结束后，病区李群主任会带领住院医生查看患者

的检查检验报告，判断患者的病情变化，并进入病房查看患

者情况，与患者及家属沟通，让其了解病情及现阶段治疗成

果。对于病情复杂的病人，李群主任会带领大家一起讨论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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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，对病情进行综合分析，研究制定诊疗方案。 

内分泌科的学习主要是跟随带教老师在门诊接诊患者。

内分泌门诊主要是糖尿病患者、甲亢、甲减的随访，以及体

检后指标异常患者报告解读。每当有患者前来就诊，老师们

都会耐心细致地查看患者记录的血糖值及用药方案，在参考

血糖值后，完善用药方案，让患者血糖得以控制。当有患者

血糖控制不佳时，医生都会叮嘱患者一定要控制饮食、管好

嘴，也要适当锻炼、迈开腿，再配合药物，才能更好地控制

血糖，一味的调整用药，只会降低胰岛功能，对于血糖的控

制及预防并发症都是极为不利的。通过老师耐心细致地与病

人沟通，以及对我的指导，我更加明白了健康教育对于糖尿

病、痛风等疾病的重要性。生活中，网络的普及使得我们获

取健康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，而广泛的信息让我们更加难以

获取到真正实用的知识，这也是我们健康教育的难点。以后

的工作中，我们也应当根据需求，不断完善宣传方式，提炼

出更通俗易懂的信息，让大众能够更好地理解。 

三个月的临床学习，我学会最多的便是沟通，检查和检

验能够了解患者的病情，帮助患者身体上的康复，而沟通能

够更好地了解患者及家属的想法，从而解除他们内心的疑惑，

让身心都得到更好的舒缓。沟通病情是临床医生与患者的沟

通，而健康教育是公卫医生与大众的沟通，我们也应当在了

解需求与疑惑之后，完善我们的宣传方式，丰富宣传内容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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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，让更多的人知晓健康知识，更好、更快的实现全民健

康。 

（二期规培学员  李艳梅） 

二期规培学员观摩超声引导下肝脏穿刺    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采集动脉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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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参加神经内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

截止五月底，我先后完成了神经内科、精神科、肾内科、

肿瘤科和儿科的学习。在此期间，跟随带教老师查房，处理

病人，协助老师完成穿刺等操作，参与科室教学查房，小讲

课等活动。在这三个月里，我学到的病种越来越多，极大地

丰富了临床知识，拓展了临床思维，收获良多。 

神经内科是研究神经系统疾病、骨骼肌疾病的临床医学，

主要通过内科手段进行研究。在带教老师张凤玲的指导下，

我主要学习了神经系统的查体，脑梗塞、面神经炎、帕金森

病、眩晕等常见疾病的诊治，以及对病人进行蒙特利尔认知

评估表、简短精神状态量表（MMSE）、汉密尔顿抑郁量表（HAMD）

的评估，了解其精神状况及认知状态，必要时协助老师完成

腰椎穿刺术，检查脑脊液的情况，便于判断病情。每周一学

的教学查房和小讲课，老师们会在病人身上进行详细的查体

演示，由浅入深，这种生动形象的授课方式让我受益良多，

印象也更为深刻。因为精神科同神经内科合并在一个科室，

所以精神科的病人相对较少，但在博文广学的李伟老师讲解

下，我对焦虑症、抑郁症等常见精神疾病有了一定的认知。 

肾内科主要以肾功能衰竭的病人多见，常需透析来维持

生命。在肾内科，印象最深的便是“两次”查房，大家先在

办公室对每个病人进行梳理，了解具体情况，制定下一步计

划，待准备完善后，再去查房。我特别认同这种工作模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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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这样能更充分的了解病人，也便于与患者沟通交流，逻

辑清晰有条不紊。 

在肿瘤科发现现在的肿瘤病人真的不少，因为时代的发

展、科技的进步，让人类的寿命得到延长，在传染病发病及

死亡都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、控制良好的状态下，肿瘤等

慢性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。但现代医学技术的飞速进步，让

大部分肿瘤能有有效的治疗控制方案，极大地提高生存率。

众所周知，除了有些进展迅速的急性恶性肿瘤，大部分肿瘤

进展过程还是很缓慢的，只要能做到早发现早治疗，就不算

太大的问题，但即使有医保，肿瘤药物依旧昂贵，让部分人

难以承担，这便与我们的预防医学专业挂上了钩，“上医治

未病”，如果未来我们能在“一级预防”上多下功夫，可能

肿瘤的发病率会有所下降。 

在儿保，我跟随朱华老师、张洲慧老师学习了儿童生长

发育监测、矮小症、智力低下症、孤独症等诊治。在普通儿

科，我跟随多位门诊老师学习了儿童常见病如急性扁桃体炎、

支气管炎、肺炎、腹泻、腹痛等诊疗方法。在人满为患的普

通儿科门诊，医生太少，病人太多，而且因为许多药物对儿

童生长发育有影响，对儿科医生的要求也更高，加之现在的

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，愿意投身儿科的医生不多，因此存在

很大缺口。希望未来的医疗环境能有所改善，能有更多的医

学生投身儿科医生的行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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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观摩腰椎穿刺术   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参加神内科教学查房 

   
二期规培学员观摩颈动静脉置管      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观摩学习 PICC 

（二期规培学员 明晓雪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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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参加肿瘤科等科室临床规培 

从 3 月至今的三个月中，我已经完成肿瘤科、儿科、妇

产科、院感部、急诊科的临床规培，在规培期间，我遵守科

室规定，服从带教老师安排，开展相关操作，协助带教老师

收治病人，积极参与各科室安排的教学查房、小讲课等。 

在肿瘤科，各类型肿瘤病症我都有接触涉猎，通过病史

采集以及每日查房，发现很多肿瘤的发生均与不良生活习惯

相关，并且肿瘤通过早期诊断、早期治疗干预后可以大大提

高 5 年存活率。 

在儿童保健科和普通儿科门诊进行学习，朱华老师作为

儿保门诊的专家，对儿童性早熟、矮小症等疾病的治疗很有

经验，她经常会为规培生讲解如何对儿童性早熟、矮小症等

疾病开展预防，让我受益匪浅。在普通儿科门诊，虽然老师

们平时临床工作十分繁忙，但在病人较少的时候，都会为我

传道授业解惑。为我讲解儿科常见疾病的诊断、治疗及儿童

疾病的特殊性，门诊老师积累的临床经验对我们毫无保留地

倾囊相授，让我在短期内对儿童疾病的诊治思路有了更好的

了解。 

在妇产科，田莉老师带领我开启妇科学习之旅，每日晨

交班结束后由医疗组长带领组员一起查房，边查房边为我们

规培生和实习生讲解常见病和疑难病的治疗经验，或是为学

生答疑解惑。科室还安排小讲课，让我对妇产科的相关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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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，这种授教形式也不断引发我的思考，加

深了对卵巢囊肿、异位妊娠、子宫肌瘤等相关疾病的了解。 

院感部是学习最短暂的一个科室，但在带教老师的指导

下，我收获颇丰。我每天的任务是对医院出院病人、门诊病

人的诊断记录进行预警筛查，判断是否有漏报填卡。同时，

跟随院感老师定期检查科室院感防控情况，了解各科室院感

防控需求，并且根据各科室的要求和检查问题，为各科室制

定不同的院感防控措施。 

在急诊科，我主要负责为患者做心电图、采核酸、量血

压。对于抢救室的患者，老师们会立即了解病人情况，对患

者进行病情评估，并迅速给出治疗方案。虽然抢救室患者多，

出入更替快，但老师们对每个患者的病史、症状、体征、诊

疗方案、检查结果，都烂熟于心，把患者的临床治疗安排地

井井有条。在每日查房时，上级医生都会仔细询问患者情况，

并敦促患者积极治疗，同时还将病人的病情进行分析，将关

于病情的基本知识进行讲解和考核。抢救室的老师们不仅医

术精湛，而且医德高尚，他们的举动深深地触动我，用行动

诠释了“大医精诚”的含义。 

(二期规培学员  李建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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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期规培学员为患者清理伤口         二期规培学员参加科室小课堂学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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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参加急诊科临床规培 

临床规培已过五个月,一直都在住院部病房里或者门诊

工作,很向往看到急救场面,这次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急

诊科，收获颇丰。 

如果说医院是一个生与死较量的战场，那么急诊科就是

这个战场最激烈的前线，急诊科的医生和护士就是冲锋陷阵

的勇士。他们的步履永远是匆忙的，不论多么劳累和疲倦，

始终凭借着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，凭借对本职工作的满

腔热忱，凭借着对生命的无限敬畏，不分昼夜，争分夺秒地

战斗着。 

以前总觉得医生是轻松的，而病人的压力总是很大。经

过规培后我才明白，其实很多时候医生的压力远远高于病人，

因为病人可以将自己托付给医生，而医生却只能依靠自己。

作为一名急诊科医生，更需要有扎实的跨学科知识，灵敏的

反应，还需随时提高个人急救技能。 

除此之外，我还懂得了沟通的重要性。医患之间的沟通

可以增进前行者的力量、信心与勇气;可以传递信息，交流

思想，化解矛盾，分享快乐与幸福，重点是取得彼此间的信

任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融洽、和谐。每天早上 8 点整，

值班护士、护士长和全体医生准时在抢救室开早会，总结前

一天的情况。首先，值班护士宣读前一日新收病人的基本情

况。然后，值班医生补充。最后，相互交流、互提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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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培第一天我就学会了做急诊的各种快检仪器，下午还

收治一个三级烧伤病人，没有家属，也不知道信息，推进来

的时候特别大的味道，皮都掉了，组织液外渗，病人陷入昏

迷。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，送去了 ICU。这件事让我知道，

虽然医院有严格的制度，但却不是冷冰冰的，是有温度的。 

这几天我有幸观摩了洗胃和胸腔穿刺的操作。还尝试着

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书写病历，开申请单，写医嘱。有一次

抢救一个还没到医院就已经没了心跳呼吸的病人,我看到周

围的医生、护士们在病人进入抢救室的第一时间冲过去，大

家分工合作为病人立即实施抢救,个个分工明确。伴着家属

撕心裂肺的哭声和哀求声，眼睁睁的看着病人开始出现尸斑，

我真的被触动了。医生的本职虽说是救死扶伤，但自然规律

谁都无法违背。 

现在我感觉自己的目标更加明确，动力更足了。每个人

在其岗位上都有其价值，关键在于怎么去让我们的价值被人

认可。我希望，通过努力，做得更好，以各位急诊科老师为

榜样，提升自己，学好理论知识，在自己岗位上实现自己的

人生价值。 

（二期规培学员  李倩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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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期规培学员观摩急诊科医生接诊 

 
夜色下成都市三医院急诊科 

 


